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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的“技术崇拜”：症候、成因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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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崇拜可概括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并蜕变为一种惯性或惰性袁表现出对技术效用的乌

托邦式幻想尧对技术野养眼冶效果的精神依赖尧技术运用行为的野戒断症状冶与技术使用寿命取决于学生的野耐受性冶等症候袁

这与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思维偏差尧多重心理效应挤压下的理性阙如尧对教学现代化内涵误读下的认知谬误以及视觉传播时

代际遇等密切相关遥 为此袁亟须通过对技术与教学关系的认识由野空想冶转向野科学冶尧以教学艺术的野养心冶延展技术手段的

野养眼冶尧技术运用活动由野非理性冶走向野理性冶尧学校等组织指导技术运用水平由野低层次冶转向野高层次冶以及课堂教学评价

由野技术运用冶转向野教学质量冶等途径来治理技术崇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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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野技术冶特指技术装备袁不涉及广义上人类

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尧 知识或操作技巧等遥

最初袁崇拜的产生总起于崇拜对象超出崇拜者的认知

和理解范围袁始于崇拜者对崇拜对象的未知或不尽可

知等神秘性境遇下的敬畏尧恐惧尧膜拜等心理遥历经现

代性的转换与延伸袁崇拜已发生裂变与翻新袁崇拜的

对象与方式更加多元多样袁崇拜的产生也并非一定基

于不可知或不可控袁在面对可知尧可控的对象时也会

心生崇拜遥 当前袁技术正形成对课堂教学的包围之势

并不断裹挟教师袁使教师以近乎痴迷的心理对待技术

并奋力跟进袁即野技术崇拜冶遥与早期符号崇拜不同袁课

堂教学中的野技术崇拜冶源于对技术的笃信而夹杂喜

爱尧崇尚等情感袁更加隐晦且更易深刻摆布教师的教

学行为袁由此产生的对提高教学效益的阻滞袁不能不

引起警醒尧反思和重视遥

一尧课堂教学中野技术崇拜冶的现实症候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并不能为人类的理性提供

保证袁也不必然导致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识袁以盲目

滥用技术为标识的技术崇拜就是显例遥 所谓技术崇

拜袁特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因片面预估或泛化技术的

效用及适用范围而对技术产生深度依赖的复杂的心

理尧情感尧认知以及惯性的行为习惯尧欲求与行为的共

同存在构成技术崇拜症候群的基本特点遥

渊一冤对技术效用寄予乌托邦式幻想

野乌托邦冶由哲学家柏拉图提出袁指代人类意识

中最美好的社会遥 今天袁乌托邦意指想象的尧理想的

且无法实现的遥 课堂教学中的技术崇拜始于教师对

技术效用的无限想象袁将技术与较高教学效益等同袁

进一步依赖于技术以至形成信赖乃至推崇袁 导致教

师主体性和独立性的迷失遥具体地说院视辅助教学为

主导教学袁 技术的主要功能在于经特殊工具或载体

将抽象尧系统尧难以理解的知识转化为具象尧生动尧易

于理解的知识袁对提高教学效果起辅助作用袁但有些

教师却抱持技术至上观念袁认为技术主导教学曰视可

能有效为必然有效袁 技术对教学效益的助力是有条

件的袁在实践中可能超过预期尧完全符合预期尧部分

符合预期也可能不符合甚或背离预期袁 而有些教师

77



电化教育研究

却认为技术与教学效果正相关袁 技术使用必然带来

教学效益的提升曰视吸引作用为触动作用袁多数技术

应用只能完成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初步工作袁 后续在

一定层面和程度上触动学生袁 让学生有所思尧 有所

悟尧 有所得则只能依靠教师立足教学内容的教学智

慧和教学能力来实现袁 但有些教师却认为吸引学生

就等同触动学生曰 冲动地认为技术适用于所有教学

过程袁对技术运用及效力发挥有特殊的时间尧空间尧

情境尧主体等要求视而不见遥

渊二冤对技术野养眼冶效果的精神依赖

技术最吸引人的往往在于吸引眼球即野养眼冶袁学

生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看似野配合冶教师尧教学的

举动袁如兴致高昂尧欢呼雀跃尧议论纷纷等袁这种野繁

荣冶给教师带来一种快感遥殊不知袁野养眼冶带来的活跃

气氛只是第一步袁并不一定导向预期教学效果袁而教

师却已在热烈的现场氛围中沦陷袁将教学的有效或高

效与学生一时的雀跃尧 兴奋等情绪化反应直接等同袁

对技术的野养眼冶效果产生精神依赖袁继而外化为具体

的教学行为以至延展到所有教学过程遥这起先没有问

题袁问题是肩负育人职责的教师不应止于此袁还应有

更多理性的认知尧廓清和反思袁如学生为什么兴致高

涨袁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钥 技术运用中是否承载了足

够的知识尧情感尧价值观等内容钥 这一技术能否从野养

眼冶过渡到野养心冶袁实现现场效果与意义效应的融合钥

技术运用对教学目标的达成是否有益袁并在多大程度

上有益袁还存在哪些不足及如何克服等钥 教师若只沉

浸于情绪化反应而没有辅以理性思考袁对技术的依赖

就会不断强化袁 最终走向对技术的无限寻觅与尝试遥

因为袁 技术若未承担应有的意义向度就没有生命力袁

学生对其的青睐尧兴奋等只能流于情绪袁待新鲜感过

去就会产生疲劳袁无法再野入眼冶遥 教师要想再次获得

野繁荣冶的现场效果袁就需要继续寻觅能够再次吸引学

生的技术遥

渊三冤技术运用行为的野戒断症状冶

戒断反应是医学用语袁指停止使用药物或减少使

用剂量后袁受体在心理尧身体尧精神上等出现的各种不

适尧痛苦等反应袁多为长期用药后突然停药而引起的

特殊的心理生理症状群遥这里指教师对技术的严重依

赖袁一旦停止使用就会出现诸多心理尧情感和行为上

的不适应遥教师对技术形成的精神依赖作用于课堂教

学过程袁 表现出一种强迫性或半强迫性的要连续使

用尧 必须使用技术的行为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反应袁

技术反过来成为一种控制教师的外在的强迫性尧驱动

性力量遥 一方面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是否使用技术

存在野强迫症冶袁不断驱使教师发现尧开发尧寻觅和使用

各种新技术袁 主观上出现带强迫性继续使用的意向袁

所有课堂教学必须要使用现代技术遥只要有新技术出

现袁教师总想方设法尽快应用到课堂教学中袁旨在持

续体验现场效果带来的精神上的 野成就感冶遥 另一方

面袁认为课堂教学必须要有足够的技术支撑袁一旦缺

失袁因技术确立起的心理依赖就会崩塌袁课堂教学就

无法正常进行袁 并总会表现出诸多不适应和不自然袁

这就是教师离开技术之后出现的野戒断症状冶遥

渊四冤技术使用寿命取决于学生的野耐受性冶

耐受性是一种生物学现象袁指人体在连续多次用

药后对药物反应性会降低的一种状态遥 这里的野耐受

性冶袁指当同一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多次应用后袁学生对

技术的积极反应较初期明显减弱尧降低的情形遥 课堂

教学中的技术崇拜袁就是技术的核心意义在于取悦学

生袁决定一种技术是否可持续使用的就是学生的野耐

受性冶袁 即学生对这一技术的运用是否依然持有较高

热情遥这也表明教师对较高教学效益的所有期待不是

着眼于自身教学智慧尧教学能力及以实践性知识为核

心的知识结构的完善袁而是全都寄托在技术上并获得

野幻想补偿功能冶[1]袁赋予技术各种野自带冶属性袁如能吸

引学生注意力尧赢得学生的喜爱尧生动再现教学内容尧

缓解教学危局尧提高教学效果等遥但是袁技术的适用范

围是有限的袁 必须要满足相应的情境或场域要求袁教

师又总希望技术的效用是持续的袁当学生对某一技术

的反应减弱时袁 教师就会主动更迭技术以延续效用袁

如此循环往复遥 对此袁要追问如果可尝试的所有技术

都无法引起学生兴趣袁教师当如何钥

二尧课堂教学中野技术崇拜冶的流弊

野尽管有批判理论家尧浪漫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

者的攻击袁以及不断增加的普遍的怀疑袁科学和技术袁

以及和它们相关的关于社会进步的社会决定论的观

点袁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威望并广泛传播袁特别是现在

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袁既普及到大众的层面又达到了精

英的水平冶[2]遥 新科技尧互联网尧智能化尧信息化在事实

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挑战着人们的主体性袁人

们由此产生了对技术的依赖与信赖袁对新技术的盲目

热衷与过当使用业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普遍倾向遥

野技术时代人的耶退隐爷及价值层级的耶失序爷与身处教

育技术中的人的耶窘困爷及精神生活的耶缺失爷正相对

照遥 冶[3]教师对技术的崇拜袁使技术的意义效应被排挤

到无足轻重的灰暗角落袁认为课堂教学主要靠技术推

动袁而非教学能力的拉动与建构袁这对课堂教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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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极具破坏性遥

渊一冤将立体化的教学实践作线性化解读

教学 野是如下三种侧面复合交错而成的活动院认

知性尧技术性的实践袁人际性尧社会性的实践袁道德性尧

伦理性的实践冶[4]袁是多个层面实践共存尧复合尧立体的

综合性活动遥而在技术崇拜影响下袁教师对教学活动尧

教学过程尧教学效果皆作线性化解读遥分而言之院教学

活动上袁教学仅体现为教师的知识传授活动袁无关师

生交往尧生生交往以及学生的品德素养曰教学过程上袁

过于强调技术的作用袁认为教学过程主要受客观技术

因素影响袁无关教师的教学能力尧教学智慧尧教学水平

等主观因素以及教学内容尧教学艺术尧学生主体性等

其他教学要素曰教学效果上袁以学生喜好为唯一或主

导性评判标准袁而对学生的知识接受情况尧师生相处

是否有益于授受活动并影响学生品行尧学生是否学会

与他人相处袁以及学生的思想尧品德尧心理尧身体素质

等是否得到发展等教学实践中涉及的许多复杂问题

都不作考虑遥对教学实践的线性化解读严重消解了教

学的丰富意涵袁 使之失落为仅传授知识的单一实践袁

且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的教学在事实上也无法承担起

传输知识的任务袁 因为它不考虑知识能否内化于心尧

外化于行袁而只关注知识传输形式的新鲜和新奇遥 此

外袁相较于学生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尧教学艺术等其

他课堂教学要素而言袁技术比重明显过高的事实反映

出教学要素系统本身的结构性失衡和失序袁这对课堂

教学的有序推进也是极为不利的遥 更何况袁有些炫目

的技术对学生具有迷惑性袁使之目迷五色而对知识的

注意尧学习和掌握构成干扰遥

渊二冤教师主体性的野退隐冶

崇拜意味着主体野自我放弃的过程冶遥 野崇拜的行

动本身开始于纯粹放弃某种所有物噎噎并且放弃自

己的人格袁不把自己的行动归功于自己袁反而把自己

的行为归给普遍物或反射给本质袁而不归给自身遥 冶[5]

教师对技术及其价值在理性认知和判断上的阙如使

技术从野辅助教学冶转向野主导教学冶袁获得某种可支配

课堂教学的力量袁 尽管这个过程表面上仍由教师操

纵袁但实质上教师已放弃主体性袁主动认可并纵容技

术对其主体性的替代袁对技术表现出极强的依赖遥 对

技术的依赖袁严重束缚并扼杀教师的实践智慧和教学

风格袁致使其在面对教学无效或低效的困局时不思教

学艺术的提升袁 而执着于从新奇技术中寻找解题方

式遥 野如果人类只是忙着追随不断发展的技术袁而不相

应发展使用技术的智慧袁那么袁技术在满足人巨大欲

求的同时袁也会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袁尤其是当人们

崇拜它的时候遥 冶[6]在课堂教学中袁教师与技术本应是

运用与被运用尧主体与客体尧作为教学能力的延展为

教师所用和为教师服务的关系遥但对技术的迷信和盲

从正不断消解或压抑着教师的主体性袁使本应居于工

具性地位的技术僭越价值理性而忝居高位袁本应为教

师服务的技术作为工具性存在凌驾于教师之上遥教师

对技术的考量既不是从备受诟病的学生缺什么补什

么的野填鸭式冶教学思维出发袁也不是从广受赞赏的学

生有什么发掘什么的启发式教学思维着手袁而仅从学

生的兴趣和爱好出发袁更看重迎合学生欲求的现场狂

欢袁这是教师主体性的野退隐冶遥当然袁对课堂教学中技

术崇拜的反思并非刻意抵制技术袁而是强调教师对待

技术的应有态度袁也并非要贬低或否定技术于课堂教

学的意义袁而是意在敦促教师立足野主人翁冶角度审慎

考量课堂教学中技术的应用及意义遥

三尧课堂教学中野技术崇拜冶的成因探寻

技术崇拜意欲把能否上好课的关键归于技术袁技

术使用演变为惯习的教学仪式袁这是对技术地位的错

误认识遥之所以出现这一偏差袁正是下列的思维方式尧

心理尧认知和现实际遇等方面原因袁最终综合形成了

问题的根本症结要要要 野技术崇拜冶遥

渊一冤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思维偏差

所谓工具理性袁野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

渊手段冤的有用性袁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袁为人的某

种功利的实现服务遥 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

方法最有效达到目的的理性袁 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

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袁所以耶工具理性爷又叫耶功

效理性爷或者说耶效率理性爷冶[7]遥作为灵魂工作者的有些

教师也受到工具理性的荡涤袁 在把握技术与教学间关

系时采取了工具理性取向的思维方式遥 囿于已形成的

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袁教师纯粹从自以为的野学生喜欢

就是有效果冶的教学效果最大化角度考虑袁只关注技术

对学生的吸引力袁 漠视自身主体性与课堂教学的意义

性和价值性袁视技术为衡量课堂教学的根本尺度袁认为

技术越先进教学效果越好袁教学的意义尧教师的价值等

被弱化或抽离遥但说到底袁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

的袁 若只强调工具理性而失落价值理性显然是一条歧

途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疏离袁造成了教师与技术关

系的异化遥 再者袁工具理性以技术发达为背景袁技术向

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加速了教学过程中技术类型的更

新换代袁也带来了崇拜甚至迷信技术的观念遥

渊二冤多重心理效应挤压下的理性阙如

从技术崇拜发生的心理因素看袁大致呈现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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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心理效应或多重心理效应的叠加遥 其一袁首因效

应也称第一印象袁指最先印象会对人的认识产生强烈

影响袁往往成为总体或最终的印象遥对技术的崇拜袁起

先就因教师在最先使用某一技术时发现其在吸引学

生尧提高教学效果上非常有效袁就野先入为主冶地认为

所有技术对提升教学效果或技术对所有教学过程都

有裨益遥其二袁晕轮效应袁指人们在感知事物时形成的

局部印象会扩散尧泛化尧辐射到其他一系列特征而形

成对事物的整体主观印象袁是一种以偏概全尧以点带

面的待人观物的心理机制遥技术崇拜多由于晕轮效应

在顽固地起着将技术之于教学的辅助功效持续尧无限

地扩大尧泛化和强化的作用袁掩盖了技术的缺点和不

足袁 导致教师对技术认识和研判上的偏颇与失衡袁以

至盲从和崇拜遥其三袁浮躁心理遥近年不少人因某些情

况下文凭与经济效益的不对等而妄断知识无用尧读书

无用袁这显然是一种短视尧浮躁的社会心态遥 与之相

似袁 技术崇拜就是教师面对课堂情境的不确定性尧学

生需求的多样性尧教学内容的多域性以及迫切渴望提

高教学效益的念头而心生浮躁袁未对教学过程和教学

效益作冷静的体察与审思的一种表现遥

渊三冤对技术功能和教学现代化内涵误读下的认

知谬误

野事实上袁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袁总是在客

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袁 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

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遥 冶[8]受时代条

件和自身认知水平的双重制约袁 人们的认知在不少时

候是有限甚至是不清晰尧不理智的袁技术崇拜亦然遥 一

是对技术功能的泛化性误读遥 教师结合部分技术运用

有益于教学效果的现实和对技术的有限认识并夹杂着

对技术效用的向往袁 主观赋予技术在提升教学效益上

野无所不能冶的属性袁以至课堂教学在效益上已经历的尧

正遭遇的和将面临的麻烦尧 困难都能轻而易举地在技

术上寻得解题门径遥 二是对教学现代化内涵的减缩性

误读遥伴随社会转型袁教学现代化的研究与实践不绝于

耳袁 但所谓的教学现代化在实践中更多展现为对技术

的依仗和崇拜袁 将教学现代化减化为教学技术的现代

化袁推崇教学技术的先进尧新奇与现代袁这显然是对教

学现代化内涵的减缩性误读遥 受此影响袁教学对象尧管

理者以及大众也开始追究课堂教学过程的 野技术含

量冶袁于是袁教师有充分的理由迷恋技术袁哪怕没有达到

应有的教学效果尧没有彰显教学的意义性袁各种尖端技

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依然支撑起教师的骄傲姿态遥

渊四冤视觉传播时代际遇下的野自投罗网冶

科技让每天不一样袁伴随人们对方便尧快捷尧即时

视觉信息接收需求的加大袁 视觉文化日趋流行并迅速

席卷着人们遥这样一个视觉传播时代袁形象化的视觉符

号传播越来越易于被接受袁 影像化教学日益占据重要

位置遥 一方面袁身处野饕餮视觉时代冶袁教师走上热衷于

以图像化或影像化的叙事方式推进课堂教学的炫技化

道路袁认为只有技术支撑的野视觉奇观冶才能提升教学

效果袁力图通过直接作用于视听感官来抓住学生眼球袁

却忽略了看见要理解要消化和认同是认识发展过程的

不同进阶阶段袁 忽视了视神经接收的信息能否以及多

大程度上可转化或还原为思想尧知识乃至发现尧见解尧

智慧尧洞察力等遥另一方面袁由于各种原因袁有些教师总

会面临实际教学与预期不符袁学生不配合尧不喜欢甚至

表现出不耐烦袁 这种情形给教师带来深深的挫败感和

焦虑感袁 迫使教师开始思考如何最快调动起学生的积

极性或让学生喜欢遥 于是袁各种好玩的视频尧逼真的人

工智能体验等一切可满足学生视觉欲求的技术都被

野搬进冶教学过程袁这并非不可袁且确实可作为一条路

径袁但问题是经技术对学生的野养眼冶仅是第一步袁教师

还应注意滋养学生的心灵和精神袁 使学生在心理上对

课堂教学产生好感并逐步认同与践行遥

四尧课堂教学中野技术崇拜冶治理的基本路向

技术崇拜可概括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新技术

的过度依赖并蜕变为一种惯性或惰性袁其症候的野标

本兼治冶应是一个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遥

渊一冤对技术与教学关系的认识由野空想冶转向野科学冶

对技术与课堂教学关系的认识袁常有两种错误观

点遥 野保守的一方常常害怕改变袁看不到时代已变尧未

来已来袁试图以不变应万变曰激进的一方则对技术有

一种盲目崇拜袁不加区分地追随一切新的技术袁不惜

耗费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和财力袁去购买最新的技术与

设备袁而不懂得冷静观察与理性选择遥冶[9]首先袁技术是

课堂教学的一种派生性要素遥 野教师尧学生尧教学内容

作为不可缺失的基本元素是基质性袁也是原初性的要

素噎噎其他被提到的一些要素则是服务于教师与学

生的教学活动袁是由教师尧学生选择而进入教学过程袁

在一定意义上是受制于教学内容的性质和对学生学

习而言的难易及与教学有效程度相关的要素遥 冶[10]技

术属于派生的尧第二层面的要素袁为教学尧为学生尧为

教师服务是基本属性袁它不是一种自足的力量袁不会

自动完成教学任务遥 其次袁技术只是影响教学效果的

一个因素袁教学效益还与学生尧教学内容尧教学艺术尧

教学时间及教学能力等明显相关遥 最后袁技术在活跃

教学气氛尧 吸引学生注意力等辅助教学方面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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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袁 但这种效果的正常乃至超常发挥有其条件性要

求袁技术应用并不必然产生积极价值袁还可能存在分

散学生注意力尧限制教学思维尧淡化教学内容等风险袁

技术的过量使用还会限制师生思考及教学互动遥 此

外袁要全面正确地认识课堂教学现代化袁坚决克服将

教学现代化视为技术及其应用的现代化这一片面的

现代化观念袁更重要的是教学理念尧教学思维尧教学目

标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等的现代化遥 总之袁教师既要

避免过度依赖新技术而视图像尧影像等图像教学作为

日常惯习的教学形态袁又要对新技术所构建的喧嚣场

域中学生已经或可能产生的价值迷失尧行为失范等进

行澄清和引导袁 理性看待课堂教学语境中的新技术袁

并提升对技术的辨识度遥

渊二冤以教学艺术的野养心冶延展技术手段的野养眼冶

技术显现于并主导着课堂教学以至成为赖以存在

的根据袁 其实是教师教学艺术不足而只能依赖先进技

术吸引学生遥 教学艺术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的

机敏尧睿智尧准确的判断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袁集中反

映在完成教学目标的质量与速度上袁 蕴含于对课堂教

学的认识之中并落实于具体的教学行动之中遥通常袁教

学艺术较突出地反映为教师在教学时间渊启动时点尧时

量尧时机尧时间结构尧时间密度等冤尧教学节奏尧师生关

系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尧教学语言尧教学情境等处理上

展现出的一贯的教学智慧和偶发的教学机智遥 具体地

说院一方面袁课堂教学中技术效果的呈示不应驻留于吸

引学生眼球袁 应走向滋养学生心灵遥 笔者从不否认图

像尧影音等对教学内容表达的视觉化尧便捷化和形象化

是有意义的袁 但也容易缺失深层次的思维活动和心灵

触动袁若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依赖教学艺术袁教学

艺术是把握技术的前提遥另一方面袁课堂教学的艺术化

呈现袁既可推动技术效益从野养眼冶走向野养心冶袁又可独

立承担吸引学生感官和触动学生心灵的双重任务袁如

案例教学尧故事化教学尧诗化教学尧问题要评论式教学尧

座谈讨论式教学尧 事实要反思式教学尧野剧情式冶 教学

等袁还可全面深入提高课堂教学效益遥每一个教师都应

有独特的方法和艺术来呈现课堂教学的魅力并温暖学

生袁使他们更易领会尧接受并留下更深刻印象袁也使教

师和教学内容同时获得较强的可接受性袁 以最有效的

方式影响学生袁 这样的课堂散发出的魅力及带给学生

的触动袁不仅滋养学生心灵袁也滋养着教师心灵袁这是

任何单纯的技术手段都无法企及的遥

渊三冤技术运用活动由野非理性冶走向野理性冶

对技术崇拜之反主体效应的反思是有限度的袁不

能野因噎废食冶袁关键在于理性的回归与重建遥一方面袁

技术运用行为应由野不自觉冶转向野自觉冶遥教师使用某

一技术手段的行为袁 从来都不应是惯性使然的不自

觉袁更不是为满足学生不合理需求而违背教学意义属

性的随意式尧娱乐式的技术迎合袁而应以彰显教师主

体性的自觉为前提袁 离开教师对技术的价值赋值袁技

术效用就无从谈起遥 为此袁既要求教师明确觉知技术

对课堂教学的意义袁 注意预测和体验技术运用的效

果袁 并在不懈探索技术运用行为的自觉性和科学性袁

又要求教师立志在技术运用上有所成就尧 有所思考尧

有所研究袁成为技术的主人袁能动驾驭技术使之服务

于有特色尧有风格尧高效益尧受欢迎的课堂教学遥 另一

方面袁技术使用寿命的判定应由野现场冶转向野意义冶遥

课堂教学有其必须担负的价值导向及意指袁不只讲究

现场氛围袁还讲求知识的传递和接受袁更希求教师和

学生之间情感沟通尧思想交流和价值观建构等遥 一种

技术能否继续使用袁取决于它是否有益于教学意义的

生成和表达袁 而不只是是否能产生热烈的现场氛围遥

循此袁技术的使用寿命必须要依托教学的意义袁教师

要科学分析和把握技术与课堂教学内容尧目标等之间

的契合度袁据此判定技术的运用是停止尧继续还是改

良遥 对课堂教学中可应用的各技术而言袁基本态度应

是所有技术上的尝试与变化袁都以服务于特定教学目

标和教学内容为核心袁衡量一堂课的好坏不是教师用

了多少花样或技术袁 而应着眼于学生接受了多少尧吸

收了多少尧内化了多少遥

渊四冤学校等组织指导技术运用水平由野低层次冶

转向野高层次冶

目前课堂教学中袁技术野运用仍处于较低层次袁具

体表现在院主要是利用他人设计的媒体教材袁自行制作

课件或编制媒体教材者较少曰 课件或媒体教材以单向

传递信息为主袁以师生间尧学生间交流为主的交互性课

件或媒体教材较少曰 很多课件或媒体教材只是原来的

板书的替代品袁以展示性内容为主袁既缺乏启发性袁也

无多少艺术性和视觉冲击力可言曰 甚至还有少数教师

在观念上对现代教育技术缺乏认识袁 认为运用现代教

育技术无非就是放一放录音尧录像而已曰等等冶[11]遥 对

此袁宜通过教师学校及学会尧协会尧研究会等组织的业

务指导和氛围营造等来提高技术运用水平遥渊1冤业务指

导遥就是对教师的技术运用行为进行指导袁既可由个别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尧 学生工作经验和技术使用经验的

教师进行单独指导或榜样示范袁也可由听课组尧评议组

等进行集体指导袁 还可加强和完善合理有效运用现代

教学技术的专业培训如专题研讨会尧备课会尧进修班尧

访问进修尧学术会议或经验交流会等进行技巧指导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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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 to Technology in Classroom Teaching:

Symptoms, Causes and Governance

SUN Yanqiu

渊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Abstract] Worship to technology can be summarized as teachers'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technology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gradually change into inertia, which indicates a utopian fantasy of technical

utility, a spiritual dependence on the "eye -raising" effect of technology, "withdrawal symptom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the technical service life depending on the students' "tolerance" etc. Those

使教师既能全面深刻地理解技术袁又能熟练掌握技术

选用和开发的知识尧经验和技巧袁以推动尧提高教师合

理尧充分运用技术的能力遥 渊2冤氛围营造遥 就是在技术

使用上袁通过积极尧有序和理性氛围的营造尧浸润和习

染袁加深教师认识并促成教师之间在克服技术崇拜观

念上的积极影响袁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袁使之

可自觉根据具体课堂教学情境合理选用技术遥 另外袁

叶教师教育研究曳叶课程窑教材窑教法曳叶中国教育学刊曳

叶电化教育研究曳 等专业学术刊物的支持与支撑也是

重要推动力量袁如设置教学艺术尧现代教学技术应用

的伦理诉求尧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的专题尧专栏等遥

渊五冤课堂教学评价由野技术运用冶转向野教学质量冶

现行评价多把是否使用多媒体列为硬性指标袁

导致许多教师使用多媒体等新技术并非基于教学情

境需要袁而是应付听课或评课制度的需要袁硬性的行

政要求阻断了教师自主的专业判断遥 教育管理部门

应以教学过程质量作为评价标准袁 致力于推动教学

过程本身的改革袁 而不是简单地强化教学与技术的

融合袁还要力避没有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尧技术运用

不合理尧教学效益不高等否定性评价袁而代之以可为

教师改进教学尧 科学运用技术等提供参考性意见或

矫正措施的建设性评价遥进一步说袁教学评价的着眼

点不应是教师有没有使用新技术袁 用了多少技术或

技术是否先进袁 而应是技术与课堂教学效果之间联

系的密切性尧技术运用的适恰性等袁应有对教师技术

素养尧 技术观或技术使用伦理的观照并将之纳入教

师的培养尧准入尧培训和管理全过程袁如是否能正确

认识技术及其适用范围袁 正视技术运用存在的可能

风险袁具备选择尧辨别和驾驭技术的知识尧态度尧能力

等袁增强评价的科学性遥 此外袁学生作为具有独立性

和主动性的主体袁不能仅以趣味性尧新异性等来评价

课堂教学袁应认识到教学的价值在于促进自身知识尧

能力尧智慧在质和量上的增进袁以及健康的世界观尧

人生观尧价值观尧心理和思维方式等的涵养袁而不仅

是野玩冶或野游戏冶渊不否认有些玩或游戏仍能产生高

效教学袁 但笔者此处强调的是学生的心态和态度冤袁

不能盲目追求表层尧表面的吸引力袁无视深层次尧内

部的知识尧思想本身的魅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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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It is effective to use composition modific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Virtual learning space and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Specific learning techniques are suitable for specific content and

specific learners.

[Keywords] Virtual-actual Integrati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and Prospe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Augmented Reality

in Science Education

ZHANG Sifang, JIANG Jiafa

渊Institute of Chemistry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he application value, level and teaching integration

path of AR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in science education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1)

AR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science education.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actual

combination, seamless interaction, and immersive learning. It can bridge the virtual world and the real

world cognitively and realize the visualization of complex spatial relationships and abstract concepts, and

promote seamless interaction with the virtual reality to better develop students' higher -order thinking

ability. (2)AR is promoting the transition of science teaching to deep learning, learning designer and

perfect situation learning. (3)In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education, AR teaching will follow three

developmental levels of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cognition, and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by the integration of didactics, designers, and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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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tom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inking devia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lack

of rationality under multiple psychological effects,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modernization and the times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eaching, worship to technology can be dealt with the movement from

"daydreaming" to "science" and from "eye -raising" to "eye -up" by extending the technical means.

Moreover,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hould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 and the level of guidance

of organizations such as schools should move from "low level" to "high level". And classroom-teaching

evaluation can transform from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Teachers; Technology; Worship to Technology;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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